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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插头温升试验机 
                           

适用于 AN7803 系列 

 

 

使用说明书 

 

 

 

 

 

 

 

 

 

 

单位名称：深圳市安规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市场总部：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兴路 11 号海悦 27 楼 

深圳工厂：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区 19 栋六楼 

珠海工厂：珠海市吉大工业区德光大厦 5 楼 

服务电话：86-0755－26717878 传真：86-0755－26506079 

公司网址：http://www.szangui.com 邮箱：szan@szang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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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安规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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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试验机外观及部件名称 
试验机外观： 

 
编号名称： 

                                                                  

 

 

 

 

 

 

 

 

1.电源开关； 

2.控制器； 

3.USB 接口； 

4.环境温度探头插座； 

5.L1 温度探头插座； 

6.N1 温度探头插座; 

7.G1 温度探头插座； 

8.L2 温度探头插座 

9.N2 温度探头插座； 

10.G2 温度探头插座. 

11-12. L1 短路板螺母 
13-14. N1 短路板螺母 
15-16.G1 短路板螺母 
17-18.L2 短路板螺母 
19-20.N2 短路板螺母 
21-22.G2 短路板螺母 
 

23. L1 短路板 
24. N1短路板 
25.G1 短路板 
26.L2 短路板 
27.N2 短路板 
28.G2 短路板 
 

29-30. L1 上下压板 
31-32. N1 上下压板 
33-34.G1 上下压板 
35-36.L2 上下压板 
37-38.N2 上下压板 
39-40.G2 上下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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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图： 

 
 
 
编号名称： 

41. 电流调节钮； 

42.电源插座及保险（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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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图： 

 
 
编号名称： 

43.换气排风口（此风口严禁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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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控制器界面功能介绍 

2.1 启动后控制器画面 

连接好电源线，打开电源开关，稍候片刻，控制器上就会出现

以下主画面，各个画面都有不同的界面： 

 

 

 
 

 

屏幕左上角显示的是当前时间信息，这时候如果分别点击不同的按钮，就可以进

入相应的操作画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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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温升模式界面功能介绍： 

点击温升模式按钮，就会出现如下界面： 

 

 

     测试模式下面的按钮有两个状态，一个状态是连续测试状态，

此状态按钮底色变为粉红，此状态下，间断测试的次数和 ON OFF 时

长的数据不会显示出来，连续测试状态，如果启动测量，电流是连续

存在的，该状态对插头的试验是比较严酷的，点击时长右边的框框就

会弹出小键盘，在小键盘上输入相应的数据后，点击确认，该数据就

会出现在时长的框中如图输入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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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该测试模式为连续测试，时长为 500 分钟； 

点击测试方法按钮进行间断测试模式，按钮变为蓝色底，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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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分别输入试验次数，和 ON 时长和 OFF 时长，如试验 10 次，ON 时长

是 45 分钟，OFF 时长是 45 分钟，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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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设置是很关键的设置，有电流上限和温度上限两个值，如果

在试验过程之中，试验电流和 CHI-CH6 试验的温度任何一个超过设定

值，整机会停止运行，以保护试验机和待测产品！该设置是很关键的

设置，请慎重输入！默认输入电流上限 52A，温度上限 100 摄氏度，

如下图设置电流上限为 50A，温度上限为 95 摄氏度： 

 

 
    在本屏幕右上角点击年月日和时分秒前面的框框，就可以更改本地时间， 

在测试状态和报警设置均设置完毕后，点击退出，回到主菜单界

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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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测试界面功能介绍： 

在连续模式状态，点击测试界面后就出现以下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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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前两个绿色的指示灯分别是代表目前的电流和温度情况，

试验中如果出现超过设定电流值，电流正常指示灯会显示电流报警，

同时颜色会变为红色，并闪烁报警；试验中如果六个通道中任何一个

出现超过设置的温度上限，温度正常指示灯会由绿色变为红色，并闪

烁报警，同时超温的通道值也变为红色，并闪烁报警。 

输出电流代表试验中是否允许电流输出，如果该指示灯变为黄色，

就可以调整电流调整旋钮来调整电流，由第二行的实际电流值显示当

前电流值，测试状态指示灯是用来指示现在是否为试验中的，如果启

动了测试，该灯会闪烁提示目前为测试状态。 

第二行运行时间是用来显示在连续测试模式下已经运行了多长时

间，运行次数在间断测试模式下运行了多少次了，实际电流值是指示

当前实际电流值的。 

下图为在间断模式下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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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间断测试模式下，不会显示连续运行的运行实际值，在连续测

试模式下不会显示间断测试模式下的运行次数的值的！ 

第三行是温度值分别是 CH1-CH6 的当前温度值和目前实验室当前

的温度，请注意不要阻挡左侧进风风扇进风，因为大电流情况下机器

发热比较大，还有就是室温感应探头在风扇进风口处，如果阻塞进风，

会带来室温测量不准确，进而影响了温升值的准确性！ 

第四行有两个按钮，分别是启动测试和停止测试，在停止测试状

态下不能调节电流值，在启动测试前一定要逆时针关闭电流调整旋

钮，防止在接通时候大电流烧毁测试品，启动测试后会听到接触器接

通的声音，然后慢慢顺时针调整电流调整旋钮，把电流值调整到试验

电流，由于试验品的电阻值会变化，所以该电流值会有浮动，试验中

电流值的变化是正常现象。在试验过程中如果停止测试按动停止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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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就可以停止，第一次按动停止，或者由于超温报警或者过流报

警停机，或者试验到达规定的时长或者次数后停机，第二行的试验时

长和试验次数并不会清零，必须再按动一次停止按钮才能使之清零，

敬请注意！所以在启动测试前最好按动一次停止测试按键，清除以往

的数据，保证本次试验的正常运行！ 

在测试过程中如果到测试模式界面下更改测试模式，会自动停机，

等待重新发出启动测试指令后才开始测试！ 

点击退出，会回到主菜单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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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据表格画面介绍 

在主画面下，点击数据表格按键，进入数据表格界面： 

 

 
 

第一列是记录温度值的时间值，后面分别为六个通道的温度值和

室温值，最后一列是测试中标志，如果测试中的值为 1，说明在记录

温度的时候是在测试中，如果测试中的值为 0，说明在记录温度的时

候是在非测试状态，该温度值是没有意义的。 

表格右下方有个 S 的标志，点击该按钮就会弹出如下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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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面输入时间，点击确认就可以查看历史数据记录。 

右边有个保存到 U 盘按钮，点击该按钮就可以把数据保存到 U 盘

中，用专用软件打开查看后可以保存为 EXCEL 数据文档打开，以备后

期的数据处理！ 

随机附送的 U 盘中有数据查看软件，把该软件安装到计算机就可

以打开在试验中的温度数据！ 

注意：请一定要注意在点击该按钮前一定要把 U 盘插入面板右侧

的 U 盘接口中，否则会造成控制器死机情况发生。 

还有注意就是不得连续点击该按钮，防止发生死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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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参数修正画面介绍： 

  在主菜单下点击参数修正按钮，就会出现如下画面： 

 

该画面是为了修正显示温度值而设，在测试产品的时候不要进入修正

该值，主要为了校验时候修正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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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技术参数及配置 

型号：AN7803B 

温度通道：7个（含六个试验通道和一个室温测量通道） 

           温度测量范围：0-300 摄氏度 

           温度分辨率：0.1 摄氏度 

试验工位：六个工位 

数据采样周期：10 秒 

数据保存周期：20 分钟 

电流输出范围：AC/5-150A 

装机容量：2.0KVA/220V/50Hz  

 

装箱单： 

名称 主机 14mm 扳手 说明书 光盘 优盘 

数量 1 1 1 1 1 

确认      

 

 

第四章 日常维护及注意事项 

 

4.1 在易燃易爆环境严禁使用本机! 

4.2 本机在大电流试验前一定要检查连接的端子接触情况防止由于端子的松

脱引起试验结果无价值！ 

4.3 本机满负载运行时候，请一定确保插座的实际负荷能力，电源线前一定

安装专用漏电开关和过流保护开关！ 

4.4 由于试验时有可能有大电流存在，请尽可能安排专职人员操作！ 

4.5 在大电流试验过程，请务徒手触摸螺母、连接铜板、连接端子等高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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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防止烫伤！ 

4.6 热电偶线如果断裂，请一定购买原装探头，探头为欧米茄的 GG-K-30 热

电偶线如果需要更换探头敬请注意型号！ 

4.7 在更换保险管时候一定拔掉电源插头！ 

4.8 任何一路探头开路，均不能启动测试，请留意！ 

 

第五章 品质保证 

5.1 品质保证事项： 

  本试验机自出厂日期起免费服务期限为一年，探头等消耗品不在免费范围内，

不含差旅费。 

 

5.2 遇下列情况，虽在有效保证期限内，亦得酌收技术或材料费： 

  5.2.1 由于天灾地变而损毁； 

  5.2.2 由于使用者之过失或操作错误以致故障； 

5.2.3 自行拆修以致损坏； 

  5.2.4 借给他人使用以致故障； 

  5.2.5 自行改装以致故障； 

  5.2.6 自行校正以致故障； 

  5.2.7 转移或运送不慎而故障； 

  5.2.8 远程地区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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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户： 

您好! 

承蒙您选择本公司产品，谨致谢意!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会为您提供优良的售后服务，尽力确保及时解决您的问题。 

为了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免除您的后顾之忧，我公司特向您作出下述说明： 

1、产品保证开箱合格，购买后一周内（凭发票日期）发现严重质量问题，经本公司技

术部门或授权经销商等机构确认后可提供免费更换。 

2、此卡请妥善保存，凭此卡保（维）修。出厂二年内实行免费保修(易损件如热电偶

除外)，二年后实行有偿服务，凭此卡在应收费项可获优惠。 

3、产品出现故障时，请将此卡沿虚线剪下，填写故障现象及参数详细记录，并传真或

电话至客户服务部门，本部将在二十四小时内答复您并确认后续的服务进程。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出厂编号 出厂日期 

端子插头温升试验机 AN-7803B 1407-100-2523 2014.7.30 

故障现象： 

 

 

 

 

 

 

 

服务电话： 86-0755-26717878 

传真电话： 86-0755-26506079 

邮    箱：szan@szang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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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备注 
   本册若有疏漏之处，须要加以补充或更正；以及试验机因改良创新，而变更
设计；或是换装较优组件，而使用方法必须另外说明者，均载于本栏。 

                                                             

                                                             

                                                             

                                                             

                                                             

                                                             

                                                             

                                                             

                                                             

                                                             

                                                             

                                                             

                                                             

 

本册之编辑是为了协助贵厂了解本机之操作及应注意的事项，因此请妥为保
管，以便必要时之参考。本册中之例举、图解及规范，概以本册发布时之机种型
式为准。 

 

 


